
9 月 12 日，为弘扬中
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
统，引导和谐社会风气，更
好地守护珠海教师的身体
健康，“关爱教师心脏健
康，护心健康行走进中小
学启动仪式”在珠海市第
二中学举行。本次“护心
健康行”活动由珠海市教
育工会指导，珠海市第二
中学、珠海市人民医院第
八党支部协办，也是珠海
市人民医院党委献礼教师
节的系列活动之一。

健康与养生

遗失声明
珠海市睿信达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发票专用章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尚锐力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400MA4UW1
W7X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拱北森岛一品牛杂面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4056002069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庆军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5850007034702，编号：58100435419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中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684497
029H，公章和财务章各1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集通小吃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44040260013216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横琴平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400MA4WFUAG1B）遗失财务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麦顽壹町服装商行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400MA4UR
DC94B，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横琴真世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850015448501，编号：5810-
047132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何锐锋、陈伟杰遗失珠海市香洲南坑工业区兴

国街4号中立信大厦1503房购房发票的发票联和
办证联四张，发票代码244041609010，发票号码
09879335，金额300149元；发票号08759828，金

额1000000元；发票号码01430790，金额1000000
元；发票号码08673578，金额1000000元，特此声
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高新区乌茶邦奶茶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400MA4UUNHB
6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恒生旅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ULJ6L8H;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850015509001，编号
5810-047108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笑乐天棋牌室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4404026003470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侯毅身份证号码：410324195406013458，
不慎遗失珠海市三灶管理区兴建居民新村集
资 协 议 书（号码 3000095），对应的收款收据
（号 码 0004872）及 配 套 费 收 款 收 据 第 二 联
（NO.0010710）原件。

遗失声明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第三小学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拱北士杰美术培训中心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44040560029380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金湾区蓝沾锐水产档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44040460012484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瑞权电子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9930301
XM；批准证书（正、副本），进出口企业代码：
440479930301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保良装饰设计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6664582
88G，声明作废。

方芳遗失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编码：
20105221052010219831209084X，声明作废。

苏春敏遗失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证，证
书编号：127421200406000141，声明作废。

权威发布
收费标准：
标题90元，内容5元/字；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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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市人民医院心血管
内科主任医师叶芬及副主任医
师姜小飞，分别为在场来自珠
海各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工带来
了《高血压的预防和治疗》、
《“管住嘴、迈开腿”——心血管
疾病的一级预防》两个专题健
康讲座。

“没有任何办法‘健康地吸
烟’，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吸烟！”
姜小飞副主任医师谈到，许多
教职员工因为学生问题常常处
于紧张、焦虑的状态中，忍不住
用吸烟和喝酒放松自己，这对
于心血管健康来说是双重危险
因素。

叶芬主任医师现场为老师
们讲解了高血压的症状、危害
以及日常控制措施等，将高血
压产生的原因和预防知识一一

讲解，并结合日常生活实际，重
点强调高血压常见药物的分类
及禁忌，给教职工作者们以合
理膳食、适量运动、谨防肥胖等
建议，提高大家对高血压疾病
的重视。

专题讲座结束后，市人民医
院第六、第八党支部的20余名医
护为到场的各大中小学教职人
员开展了义诊服务，检查项目包
含血压、心率、心肺听诊等体格
检查，血糖、血脂、尿酸、心电图的
检测以及专家面对面咨询等。

据了解，本次启动仪式后，
“护心健康行”将陆续走进更多
的中小学校，送健康、送知识进
校园，提高老师们的健康意识，
降低教职人员心血管疾病的发
生率,让教师以更好的状态投
入到工作中去。

戒烟限酒 放松心态

关爱教师健康 从呵护心脏做起
珠海市人民医院义诊走进中小学校

采写：本报记者 刘联
摄影：本报记者 赵梓

据悉，心血管疾病从 1990
年起至今仍是我国居民的首位
死亡原因，1998 年 WHO 全球
健康报告显示，如不加以控制，
到2030年我国冠心病患病率将
比2000年增加 3.7 倍。因此控
制心血管疾病蔓延成为我国21
世纪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中
之重。

焦虑、吸烟、缺乏运动、高血
压等都是当代中小学教师的常见
问题，而这些又恰恰是心血管危
险因素。据市人民医院相关体检
报告显示，我市各学校教师无私
奉献在教育事业上，一些教师的
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他们
的健康由谁来守护呢？

参与义诊的市人民医院党
委书记刘军卫告诉记者，我国
2009 年出台的新医改方案和

“健康中国 2020”战略，均明
确提出“坚持预防为主，防治
结合”的医疗方针。提高我市
教育工作者对心血管疾病一
级预防的重视，合理规范应用
一级预防治疗措施，使他们的
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得到
有效控制，降低心脑血管疾病
的发病率尤为重要。

“从市二中教职员工健康
数据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
看到，很多年轻老师已经出现
了俗称的‘三高’。”市人民医
院健康管理科副主任医师王
玫玫表示，应坚持体检，重视
每次体检数据，对医生的建议
不可忽视。人们常常更关注
癌症，但实际上很多人不以为
然的心血管问题却是我市首
位的死亡原因。

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

新华社日内瓦9月 12日
电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
癌症研究中心12日发布报告
称，肺癌、女性乳腺癌、结肠直
肠癌已成为全球发病率最高的
三种癌症。

这份名为《2018全球癌症
统计数据》的报告对全球185
个国家36种癌症的发病率和
死亡率进行了估算。报告显
示，2018年全球新增癌症病例
将达到1810万人，死亡病例将
达960万人。

整体而言，肺癌、女性乳腺
癌、结肠直肠癌目前是全球发病
率最高的三种癌症，死亡率分别
位列第一、第五和第二。分性别
来看，肺癌是男性最常罹患的癌
症，同时也是男性因癌症死亡的
首要原因。女性最常罹患的癌
症是乳腺癌，同时也是女性因癌
症死亡的首要原因。

报告指出，造成全球癌症

负担日益加重的因素有许多，
包括人口增长和老龄化，以及
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相关的某些
癌症病因的变化。在快速发展
的经济体中，这个问题尤其突
出，例如癌症的某些病因正从
之前的与贫困和感染相关，转
向与生活方式相关。

此外，肺癌是造成男性和
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
中北美、北欧和西欧等地区以
及中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
国家女性肺癌发病率最高。
国际癌症研究中心癌症监测
部门负责人弗雷迪·布雷博士
表示，虽然《世界卫生组织烟
草控制框架公约》中的措施有
效减少了很多国家的主动吸
烟和被动吸烟现象，但鉴于烟
草在不同地区以及在男性和
女性中的不同流行情况，各国
还应继续实施有针对性和有
效的控烟政策。

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发布报告称

全球肺癌、乳腺癌、结肠直肠癌发病率最高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研究人员在进行抗癌药物研发。 新华社发

市人民医院医生为市二中教师作护心健康检查。

本报讯 记者宋爱华报道：
“医生，糖尿病患者是不是不能吃
咸的东西啊？”9月11日，梅华街
道办敬业社区举办长者健康知识
讲座，来自社区的30名长者在讲
座上和主讲医生互动频繁，纷纷
咨询各种有关健康养生的问题和
知识。

“敬业社区60岁以上的常住
老人有751名，老人的身体健康问
题是最受关注的热点，为了帮助退
休老人提高自我保健能力，普及健
康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我们邀
请博雅医院的医生举办了这个讲
座。”敬业社区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当天博雅医院内科医生薛绍
富以他多年的临床经验，为老人们
分析讲解了日常膳食的注意事
项。“老人每顿饭要吃一个拳头这
么大的饭量，一拇指宽的肥肉，两
根手指宽的精肉，两只手可以合拢

握住的青菜……”薛医生的讲解十
分浅显直白，老人们听得都很认
真，有的还做起了笔记。薛医生针
对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骨质疏
松等疾病，提醒老人们除了要及时
就医，平时生活里也要注意养成良
好的饮食习惯：“有高血压的人要
多吃木耳，限制饮酒；糖尿病患者
要选择谷类和豆类食品，多吃蔬菜
水果；有高血脂的人不宜吃动物内
脏，要适量运动如饭后半小时可以
散散步。”

讲座结束后，博雅医院的王玲
医生还为老人们免费测量了血压，
对血压过高的老人建议到医院做
身体检查，而对辖区60岁以上的
老人博雅医院卫生服务站提供免
费体检。据悉，敬业社区今后将定
期联合博雅医院举办针对不同人
群的健康知识讲座，让辖区居民享
受到更多家门口的公益服务。

敬业社区举办健康知识讲座

帮助老人提高自我保健能力

敬业社区健康知识讲座吸引了众多长者。 敬业社区供图

一项全球调查发现，每天摄
入三份全脂奶制品或有助心脏健
康，降低心血管疾病和早逝风险。

这项由英国《柳叶刀》周刊刊
载的研究报告显示，相比每天摄
入不到半份全脂牛奶、黄油、奶酪
或酸奶的人，每天摄入三份全脂
奶制品的人早逝或患严重心脏病
风险低四分之一，中风风险低五
成。一份奶制品指244克牛奶或
酸奶、15克奶酪或5克黄油。

研究人员分析21个国家和
地区13万人9年随访数据后得
出上述结论。研究结果还显示，
全脂和低脂奶制品区别不大，似
乎都有益身体健康，不过牛奶和

酸奶优于黄油和奶酪。
因为富含饱和脂肪，全脂牛

奶、黄油、奶酪或酸奶等奶制品此
前被视为有害健康，英国等国家膳
食指南甚至建议减少每日摄入
量。研究却显示，饱和脂肪对心血
管健康的负面影响或遭“妖魔化”，
全脂奶制品或有降低糖尿病、中风
或抑郁症风险等多重功效。

英国《泰晤士报》12日援引加
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研究人员马
赫希德·德甘的话报道，研究发
现，摄入奶制品或有益心血管健
康和寿命，“特别是在奶制品消费
远低于欧洲和北美的中低收入国
家”。 （新华社微特稿）

全脂牛奶或有助心脏健康

吃剩饭剩菜不只是摄入有害健
康的亚硝酸盐。美国研究人员发
现，吃剩饭会让大脑产生“没吃饱”
的错觉，进而让人摄入更多食物。

美国密歇根大学和南加利福
尼亚大学研究人员展开五项研
究，观察剩饭剩菜如何误导人们
的饮食习惯。结果显示，即便摄
入等量食物，吃剩饭会让大脑产
生“没吃饱”的错觉。作为“补
偿”，大脑会发出摄入更多食物的
信号，特别是垃圾食品。另一种

“补偿”是令人减少运动量。吃剩
饭越多，“补偿”越多，这种影响会
持续一定时间。因此，常吃剩饭
会改变人们的饮食行为。

相关研究报告由美国《实验
社会心理学杂志》刊载。报告主
要作者之一、密歇根大学罗斯商
学院市场营销教授阿拉德娜·克
里什纳说：“我们的研究显示，剩
余食物能够显著影响人的观念、
情绪、进食动机和与健康有关的
进食行为。” （新华社微特稿）

吃剩饭让人吃得更多

健康与服务


